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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不同以往

“波罗的海行动”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于1971年首次举办，由美驻欧洲海军部
队主导。今年的演习从 6月 7日持续至
16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爱沙尼
亚、芬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
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等 19个国
家参演，参演兵力约3000余人。与以往
相比，今年的演习有三大特点。

一是注重协同。“波罗的海行动-
2020”多国海上联合演习首次由位于葡
萄牙里斯本的指挥所指挥，该指挥所是
北约海洋事务总部所在地。北约宣称，
此举旨在检验里斯本指挥中心与位于意
大利那不勒斯的美海军第六舰队总部、
北约行动中心和波罗的海部队的协同作
战能力。

二是突出实战。此次演习以应对
强敌海上作战为基本想定，主要演练防
空、反潜和反水雷作战等课目。美海军
第六舰队指挥官丽莎?弗兰凯蒂指出，
面对外部威胁，遂行实战化军事训练

“尤为重要”，“此次演习将增强北约海
上和空中作战力量，强化各成员国在波
罗的海等充满挑战环境中的协同作战
能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
当前面临的挑战”。

三是规避疫情。据美国《星条旗报》
报道，在以往“波罗的海行动”多国海上
联合演习中，美海军陆战队通常会搭乘
登陆舰抵达立陶宛等国开展两栖攻击演
练，登陆地点临近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
勒。出于对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担忧，
美海军陆战队此次演习取消两栖登陆作
战演练计划，这在“波罗的海行动”演习
中尚属首次。

北约海军打击支援部队副指挥官、英
国皇家海军少将盖伊?罗宾逊表示，虽然
今年的演习没有两栖作战部队参与，但这
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让我们把重点放在
海上作战的其他方面，演练不同课目，在

别的领域投入更多精力”。

俄方高度关注

弗兰凯蒂表示，“波罗的海行动-
2020”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对任何国家都
不构成威胁，也不会造成俄欧紧张关系
升级。对此，俄联邦国防管理中心6月8
日发布消息称，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将
密切跟踪监视演习进展。

首先，加强防御力量。据俄罗斯塔
斯社报道，俄西部军区 6月 5日表示，已
加强面向波罗的海西部军区的防御力
量。俄海军司令尼古拉?耶夫米诺夫近
期表示，波罗的海舰队很快将列装 6艘
可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22800型导弹
护卫舰，其中 4艘护卫舰将装备“铠甲-
M”防空导弹系统。

其次，加强侦察监视。俄新社6月8
日报道称，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正密切
监视北约“波罗的海行动-2020”多国海
上联合演习相关动向。另据英国皇家空
军网站消息称，驻扎在立陶宛、执行北约
波罗的海国家警戒任务的英国皇家空军

“台风”战斗机近日紧急升空，在波罗的
海对俄罗斯 1架伊尔-20电子侦察机进
行拦截和跟踪伴飞。

再次，加强舆论施压。俄国家杜马
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安德烈?克拉索
夫认为，“波罗的海行动-2020”多国海
上联合演习在俄边界附近举行，针对俄
罗斯意味浓厚，北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背景下采取上述行动显然不合时
宜。克拉索夫指出，俄罗斯应在境内举
行大规模演习，并进一步加强军力建设，
以回应北约演习。

欧洲安全堪忧

近年来，波罗的海一直是北约与俄
罗斯军事交锋的重点，双方侦察机、战斗
机、轰炸机不时在波罗的海上演空中“拼
刺刀”。在欧洲地区新冠肺炎疫情较为
严重且俄罗斯呼吁与北约共同暂停军事
演习的情况下，北约仍选择举行“波罗的
海行动-2020”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凸显
对俄战略威胁的焦虑和对加强欧洲方向
战备工作的高度重视。

展望未来，在美国扬言削减驻欧军
力、美欧分歧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北约欧
洲成员国势必加大“报团取暖”力度，针
对性提升军事实力和战备水平，以应对
所谓俄罗斯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在谈及《北约2030战略》时表示，俄
罗斯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是北约未来
10年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北约必须“在
军事和政治上更加强大”。未来，北约可
能通过前推兵力部署、加强实战化训练
和推进一体化作战能力建设等方式，进
一步加大对俄战略围堵力度，确保对俄
作战优势。

与此同时，俄罗斯可能利用跨大西
洋伙伴裂痕加剧、北约内部矛盾重重等
时机，以战略核力量和前沿军事力量建
设为重点，针对性强化欧洲方向威慑能
力建设和前沿军力部署。在缩小与欧
洲北约成员国常规军力差距的同时，不
断强化战略优势，力图在双方战略博弈
和军事对抗中占据有利位置。未来，俄
与北约军事对峙或将成为常态，双方因
军事示强举动而“擦枪走火”的风险需
高度关注。

北约大规模军演剑指俄罗斯
■林 源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自6月4日全
面收复首都的黎波里后，又从东部武
装“国民军”手中夺回泰尔胡奈市，重
新控制利比亚西北部大部分地区。6
月 10日，的黎波里南郊发生多起地雷
爆炸，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认为东部
武装“国民军”应对此负责。此前，埃
及、欧洲各国多次呼吁利比亚冲突各
方停止军事行动并尽早展开和平谈
判。考虑到现实状况和多方博弈，利
比亚和谈似乎很难实现。

“国民军”此战溃败意味着2019年
4月开始的首都争夺战暂告一段落，但
利比亚内战依旧没有停息，而且存在
向更高烈度升级的可能。自2011年10
月主要战事结束至今，利比亚局势便
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全国各地规模不
等的武装冲突从未间断。尤其是 2014
年 7月后，利比亚更是形成两个政府、
两支军队分庭抗礼、相互攻击的对峙
局面。

随着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势
力不断壮大，其逐渐萌生“一统江山”
的想法。2019年4月，利比亚“国民军”
在总司令哈夫塔尔带领下，对的黎波
里发起系列军事行动。虽然“国民军”
很快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但民族
团结政府军队依托外援固守住大部分
重要据点，战事随之进入攻守转换不
断变动的僵持阶段。如今，民族团结
政府军队赢得首都争夺战的胜利，利
比亚战场形势再度发生变化，意味着
利比亚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和相关势力
利益分配将重新洗牌。

利比亚内战表面上是东西两大政
权的权力之争，实质却牵涉域外势力
和地区大国乃至极端组织等多方博
弈。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利比
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既不是“国民
军”，也不是民族团结政府，而是同两
方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外部势力。利
比亚冲突早已沦为代理人战争，牵涉
多方利益。

利比亚问题是美俄博弈的关键问
题之一，多年来，美国一直想从中东泥
潭抽身，尤其 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领
事馆遭袭后，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尽

量避免直接介入，更多采取离岸制衡
手段。土耳其作为重要一方，与俄罗
斯关系十分微妙，俄土两国并不想在
利比亚问题上直接对抗。未来，地区
有关各方及外部力量对交战双方支持
力度的变化将极大左右战局走向。

从当前情况看，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仅凭一场战役胜利，并不足以获
得压倒性优势，而且支持“国民军”的
相关外部势力也不允许民族团结政府
完全掌控利比亚局势。因此，民族团
结政府的军事胜利并不代表“国民军”
彻底失败和战事结束，更不意味着利
比亚将迎来和平曙光。相反，这可能
是各方势力在利比亚加码博弈的新开
端，未来战局有可能再次回归反复争
夺、互有攻守的胶着态势。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
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利
比
亚
战
火
难
熄

■
丁

工

不得已的选择？

美空军目前约有30架现役U-2侦
察机，整个机队平均年龄约 40岁。早
在十几年前，美空军便计划让 U-2侦
察机退出现役，由“全球鹰”无人机履行
其部分职能。然而，“全球鹰”无人机在
实际使用中暴露出侦察能力不足、平台
性能不完善、维护费用高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美军试图研发一款
新型侦察机替代 U-2侦察机和“全球
鹰”无人机。美国军工巨头洛-马公司
于2013年披露SR-72高超音速无人侦
察机，并于 2015年推出 TR-X战术侦
察机。据外媒报道，目前美军新型侦
察机仍处于早期研制阶段，距离正式
服役仍有很长一段时间。

升级侦察和航电设备

在一项评估报告中，洛-马公司
U-2项目负责人指出，U-2侦察机性
能状况已落后于作战需求，多个部件
和系统需进行升级。随后，美空军联
合多家航空工业巨头对U-2侦察机进
行升级。今年 2月，美空军、柯林斯航
宇系统公司和洛-马公司对 U-2侦察
机光电侦察系统进行升级，旨在提升
该机光学性能和远程跟踪能力。

近期，洛-马公司获得一份价值
5000万美元的 U-2侦察机升级合同。
此次升级包括3部分内容，即更换新型
航空电子系统套件、安装新式任务计
算机和现代化驾驶舱显示器。新式任
务计算机根据美空军“开放式任务系
统标准”设计，可使 U-2侦察机与陆、
海、空、天、网络领域各军用平台进行
联系。现代化驾驶舱显示器将扩大数
据显示范围，简化飞行员操作程序。

五代机的新搭档？

美媒分析称，升级完成后，U-2侦
察机将成为“高空情报分发中心”，将
获取的情报信息向各作战平台和指挥
官发送，实现“实时情报共享”。U-2
侦察机升级项目主管肖恩表示，未来
U-2侦察机将成为美空军“先进作战
管理系统”的重要节点，可与第四代、
第五代战机和陆海空天各作战平台进
行快速数据传输。

肖恩指出：“2019年，U-2侦察机
曾与 F-35战斗机协同合作搜集情报。
其间，F-35战斗机通过机载传感器探
测到1枚远程导弹，随即通过U-2侦察
机与地面防空司令部分享该情报，帮
助指挥官迅速作出防御决策。这证明
U-2侦察机与新型作战平台之间存在
合作可能。”

美升级U-2侦察机是无奈之举？
■战 扬

训练强度大幅提升

6月 1日起，俄军进入夏训期，至 11
月底，各部队将举行3500多场各类演训
活动。中部军区8月将组织两支集团军
在奥伦堡州托茨基等8处训练场展开大
规模对抗训练。南部军区将在首长司
令部演习框架下，组织摩步旅开展多场
对抗演练。东部军区 8月至 9月将组织
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旅、岸防部队和空
防集团军进行海空联合防御演习。西
部军区将组织特战队员和无人机部队
举行营级演练活动。另外，俄还计划组
织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驻军首次进行
对抗演练。

俄空天军将分兵种展开强化训练，
拟举行200多场各级演习。航空兵部队

计划举行多场飞行战术演习和实弹射
击演练，军事运输航空兵将“训练使用
土质跑道起降”；担负莫斯科和中央工
业区警戒任务的空天防御部队将举行
多场反导防御演习；航天部队将担负导
弹袭击预警和宇宙空间监测等实战任
务；远程航空兵计划在全球公立水域上
空进行15次战略巡航。

其他兵种方面，陆军将着重演练指
挥员与战斗部队协同、山地和城市巷战
条件下快速突击以及精准射击等内容，
提升各兵种遂行战场战术行动能力。
海军计划举行 100多场战术和专业演
习，突出新型武器平台运用，提升舰艇
集群作战能力。空降兵拟进行 1300多
场战斗训练，包括兵团参加的师级首长
司令部战略演习，重点提升“空降突击
力量与直升机分队协同”能力。战略火

箭军将在上半年训练强度和难度基础
上，增加营、连级演习数量，并将各保障
分队野外拉练时间延长1个月。

基础支撑更加厚实

报道称，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将在
6月下旬趋于稳定，俄军开始加快推进
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武器列装进程。

陆军将把中部和南部军区3处靶场
作为“样板”，在各军区推进综合性靶场
建设，为部队训练提供更好仿真环境。
海军将着重强化维柳钦斯克潜艇基地
和新罗西斯克基地建设，其中前者将增
加弹药库、弹药填充码头和地下保障设
施，后者将新建浮动码头、防波堤和岸
上设施。战略火箭军将继续完善“虚拟
空间训练平台”建设，并配发更多训练

模拟器，模拟车辆在多种地形、路况和
障碍物环境下的机动情况。

此外，俄国内目前1013家军工综合
体中，已有990多家恢复正常运转，国防
工业生产能力恢复至疫情前的 75%左
右。俄副防长福明表示，今年年底前，
海军将接收35艘各型舰艇，包括两艘战
略导弹核潜艇和 1艘多用途攻击潜艇；
空 天 军 将 接 装 一 定 数 量 改 进 型 图 -
95MC战略轰炸机和苏-57战斗机；战
略火箭军部队换装“亚尔斯”战略导弹
系统的两个导弹团将进入战斗值班，另
两个导弹团将完成换装工作。

特色训练陆续展开

下半年，俄军将陆续举办或承办各
类特色军事活动，包括 6月 24日胜利日
红场阅兵、7月 26日海军节庆祝活动
等。此外，8月至 9月，俄将举办第六届

“国际军事比赛”，累计 30多个国家 250
支代表队逾5000人参加。

俄各军兵种部队将结合自身专业
进行针对性集训或竞技比武。如，空天
军将组织 800余场各层级集训；陆军计
划培训 55个专业 2200余名专业技术人
员，并举行“炮兵能手”“侦察尖兵”等多
项比武，做好“国际军事比赛”选拔工
作；战略火箭军拟组织“最佳发射班组”

“战略火箭军全能运动”等专项比武。
除上述军事活动外，俄军下半年最

重要的军事任务是举行“高加索-2020”
战略战役演习和“雷霆-2020”战略核演
习。其中，前者将加大跨区远程投送和
战争支援等课目训练，后者将对战略核
打击指挥流程和立体核反击能力进行重
点检验和评估。

夏训期演训频密，年度军力建设全面加速

俄列出下半年军力建设“计划表”
■刘磊娜

近期，在俄欧博弈持续升
级、美与盟友龃龉不断的背景
下，北约高调举行“波罗的海行
动-2020”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分析人士
指出，北约相关军事示强举动
未来将对欧洲地区安全形势产
生负面影响。

近日，俄罗斯媒体援
引国防部和各军兵种官员
的发言，对俄军下半年军
事训练、部队整体建设和
装备发展情况进行介绍。
报道称，进入夏训期，俄军
将展开更高强度训练，基
础设施建设和武器装备发
展将进入“快车道”，战略
级演训和各项军事比赛将
陆续展开。

1956年正式服役的 U-2侦察机是冷战时期美军代表性兵器，已成
为美军的“寿星”机种之一，此前外媒多次传出该侦察机退役的消息。
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尽管U-2侦察机存在飞行速度慢、平台性能老化
等问题，但由于目前美空军战略侦察系统面临青黄不接局面，美军不得
不让该机继续服役。

66月月88日日，，美海军供应级快速战斗支援舰参加美海军供应级快速战斗支援舰参加““波罗的海行动波罗的海行动--20202020””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俄军坦克参加军事演习俄军坦克参加军事演习

U-U-22侦察机侦察机


